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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记者获悉，截至2020年10月4日12时，天津市收

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3批共计2915件，已全部

向各区、各有关单位转办。现将第27批信访举报问题办理情况向社会公开。

据了解，第27批涉及滨海新区26件，涵盖噪音、大气、土壤等方面，目前

已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9件。目前，滨海新区各部门、开发区和街镇积极

行动，重点强化信访件处置工作，梳理重点问题和点位，强力推进问题整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27批）滨海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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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滨海新区太平镇窦庄子村北“狼窝臣子”（地名）上百亩耕

地的土被挖走卖掉，变为池塘，纪委和土地部门检查时，

窦庄子村书记将工作人员带到错误的地点，未能发现真

实问题。

1.滨海新区第三大街翠亨广场附近泰达幼儿园东侧有一

个垃圾处理站，垃圾桶堆放在外，部分垃圾渗滤液外流，

异味污染严重；垃圾站设备运行时噪声污染严重，且搭盖

简易棚子。

2.翠亨广场内多家餐饮店经营时油烟异味污染严重。

1、滨海新区新华路与解放路交口东侧有一条废弃的铁

路，车头不定期经过噪声污染严重，并且存在安全隐患。

2、万海华府小区所有树木枯死；小区车库下雨时漏水，

积水产生异味，且物业使用垃圾桶接水，异味污染更加

严重。

3、中梁石榴滨海湾小区，9月1日之前24小时施工，督察

组进驻后夜间不再施工，举报人担心督察结束后依旧会

24小时施工。

滨海新区三星里小区20栋1门到6门的空地，有住户扩

建和搭建违章建筑，建筑顶上堆积生活垃圾，异味污染

严重。

1.滨海新区塘沽新华路立交桥下外滩公安街公交站牌附

近的废弃铁道旁5米处，抽水泵每天不定时产生低频噪

声。2.洒水车经常于凌晨5点在万海华府小区门口作业，

产生噪声污染。3.塘沽万达广场建材道一侧与商场之间

的过道位置，不定期晚23点左右有货车卸货，噪声扰民。

滨海新区杨家泊镇辛庄子村西加油站旁的粪污处理中心

距离村庄和道路较近，在严重不符合环评条件下处理粪

污，部分粪液外运去向不明，部分不达标粪液直排农田，

造成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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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狼窝臣子”地块系村集体土地，2005年因修建村内“幸福路”，经前届村两委会研究同意，在该地块内组织实施取土（经现

场指界并核查，取土区域为未利用地），用于本村道路铺垫修路，未发现卖土外运的行为。2019年初经窦庄子村委会同意

承包给该村村民，为提高种植产量，在村委会同意情况下对地块内沟渠进行清淤改造，并将淤泥用于当地的坑洼填平、农

田改造，未发现卖土情况，但在沟渠改造中出现超宽问题。2020年9月23日环保督察组工作人员会同太平镇政府、滨海新

区农业农村委、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窦庄子村委会等单位工作人员赴现场实地调查，无纪委工作人员

随同。因当日天气问题，调查人员未能深入该地块。9月27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相关单位同志随

同窦庄子村村委会副主任及村民代表再次到现场进行了近距离查勘，未发现卖土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属实。

1.滨海新区第三大街翠亨广场附近泰达幼儿园东侧有一个垃圾处理站为翠亨广场垃圾桶集中存放点，该存放点只存放垃

圾桶，无设备；反映的简易棚子为垃圾桶存放点，检查中发现垃圾桶有破损现象，有液体外流，存在异味。

2.翠亨广场内32家餐饮企业中4家企业关闭未经营，其余28家商户均已办理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摊贩备案

证明）。3家企业不产生油烟，25家企业产生油烟的餐饮企业均有油烟净化设施且正常使用，其中3家企业油烟检测报告

尚在有效期内，已要求其余22家重新进行油烟检测。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1.新华路与解放路交口东侧铁路为塘沽南站铁路延长线，目前没有废弃，每天有四辆火车头经过，通行时间基本都在白

天。一般情况下，该区段夜间不产生铁路噪声。铁路线西侧为新华东里小区。该小区于2020年9月进行了“三供一业”提

升改造，小区东侧围墙已将小区与铁路实现隔离，正常情况下，居民无法穿越围墙进入铁路沿线。新华路与解放路交口东

侧铁路的道口为24小时有人看守，火车经过时，铁路信号灯将实时提示，值守人员利用电动隔离护栏对行人、非机动车及

机动车进行人为管控。多年来，该道口未发生过安全事故。

2.目前该小区内树木有枯死情况，小区地下车库漏水是因近期暴雨影响，导致市政排污管道内污水倒灌至万海华府小区

地库，造成大量积水和异味。为保障业主正常出行，物业公司用备用垃圾桶收集地面积水。

3.前期已对该点位进行处罚，并整改完毕。2020年8月31日至今，不定期组织夜间巡查，未发现该地块夜间施工行为。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属实。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1.因用于新港区域污水排放的三槐路污水管道损坏，正在进行维修，无法正常排水，因此在外滩公安街公交站牌附近架设

一处临时排污水设施，用于施工期间临时调水，该设施是解决目前新港地区污水排除的重要措施。水泵排水期间会产生

部分噪声。

2.按照市城管委环卫车辆作业时间要求，5点在万海华府小区门口作业车辆为路面湿扫作业车，洒水车在每日9点后进行

洒水作业。

3.万达广场建材道一侧与商场之间的过道两侧为万达广场和万海华府底商，检查时发现噪声为底商送货车辆卸货噪声。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反映单位为天津京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汉沽生态处理中心，已办理环评手续并通过验收，立项、环评，验收等文件齐全。

该处理中心所处理的粪污由汉沽公厕管理所收集并运送至该中心，经处理后所产生的垃圾由汉沽垃圾清运所运送至垃圾

焚烧发电厂处理，废水经处理后由汉沽公厕管理所收运排至市政污水管网，剩余部分为有机肥料由企业进行销售，处理工

艺与环评一致。未发现粪污外运现象。该处理中心南面为鱼塘，东面为荒地，西面是加油站，东面是公路，未发现将不达

标粪液直排农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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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对沟渠改造中出现超宽问题，已责成承包责任人对挖沟渠超宽问

题进行整改，现已整改完成。鉴于窦庄子村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涉

土举报较突出，太平镇将对窦庄子村加大监管力度，防止发生新的

违法用地行为，保障辖区社会稳定。

下一步，加大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物业公司已按要求更换垃圾桶，袋装密闭，对垃圾桶集中存放点

加强清洗。

2.22家需要进行油烟检测的餐饮企业预计于2020年10月14日前

提供检测报告，届时根据检测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下一步，加强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加强对铁路周边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由于万海华府小区目前还处于开发商维保期限内，已要求物业

公司联系开发商万达地产公司对上述问题进行维修。预计在2020

年11月30日前重新更换树苗。房屋漏雨问题已协调中建八局进

行维修，现已维修完成。地下车库异味问题，为市政管网污水倒灌

造成，预计于2020年10月31日前增设临时管道。已约谈万海华府

小区物业公司主要负责人，要求其将垃圾桶改为水桶接地库漏水，

同时清理积水后及时清洗地面，加强地库排风频次，消除异味。

3.已对中梁石榴滨海湾小区项目相关负责人进行警示谈话，要求

企业严格落实夜间施工制度，未经批准严禁夜间施工作业，并且

合理安排施工计划，严控噪声污染，落实“六个百分百”，严防问

题反弹。

下一步，加强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针对三星里小区20栋1门到6门存在的违法建设问题拟立案处理，

2020年9月26日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相对人在2020

年10月9日之前拆除完毕。逾期不拆，履行后续程序，依法依规予

以拆除，预计在2021年7月30日前拆除完毕。对三星里20栋1到6

门违建房顶的生活垃圾进行清理并冲刷，目前已清理完毕。

下一步，加大对该小区的巡查管控力度，发现问题立行立改，确保

居民良好宜居的生活环境。

1.正在实施的三槐路污水管道工程将于2020年10月30日前完成

施工，该处临时管道届时将进行拆除，噪声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2.已要求万海华府小区段扫保作业单位严格控制作业时间，降低

湿扫车辆行车速度，尽量减少噪音对周边生活群众的影响。

3.已要求万达广场和万海华府物业对底商卸货的行为进行规范，

告知底商进货时间提前，在卸货中关闭车辆发动机，轻拿轻放，避

免噪声扰民。

下一步，加大对该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其依法依规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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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程菲）在国庆节来临之

际，新河街道相关分管领导、退役军人服务

站工作人员及社区相关负责人来到新中国

成立前入伍老战士们的家中进行走访慰问

活动。

活动中，新河街道的领导们了解了老

人们近期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向他们送去

节日的祝福并致以崇高的敬意。退役军人

服务站工作人员向老人叮嘱有困难和问题

可以直接联系街道和社区进行沟通帮忙解

决，并为他们送上了节日慰问品。此次慰

问活动使退伍老战士们切实感受到了街道

和社区的关怀和温暖，也为传承和发扬红

色革命精神、继承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关

心关爱退伍军人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为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秋冬季新

冠肺炎疫情，提早做好各项防控工作，

日前，新河街组织开展大规模人群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筛查演练。新河街道办

事处、新河派出所、响螺湾医院等多个

部门联合开展了此次演练。

据了解，演练选取新北路劳动力市

场作为核酸检测筛查点位。演练开始

后，新河街立即进行物资的准备和队伍

的集结。此次演练共设置 2 个采样点

位，为待检测居民建立等候区、采集区、

缓冲区和临时隔离区。新河派出所出

动人员维护现场秩序。

演练开始后，参加检测的居民按顺

序进场，在入场口进行体温检测，身份确

定无误并做好信息标记后，按照之前编

排的10人一组进入等候区。等候区设

置2条通道，每个通道对应一个采样点，

居民于间隔1米的座位上等候采样。

随后，响螺湾医院的医护人员按照

采样规范对居民进行咽拭子采样，工作

人员对采集管进行登记、处置。转运人

员来转送样本并及时送检。工作人员

对医疗废弃物进行妥善处理。

新河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高度重视

此次演练工作，召开专门会议精心部署、

超前谋划。此次演练起到了提高思想认

识、熟悉检测程序、强化应急机制、锻炼

人员队伍的作用，切实提升了新河街大

规模人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能力，

进一步提高了新河街秋冬季疫情防控工

作水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记者 程菲

新河街文化站

品经典 话名著
时报讯（记者 程菲）为培养良好的读书习

惯，打造书香社区，日前，新河街文化站举办了

“品经典、话名著”读书沙龙活动。活动旨在激

发居民读书兴趣与热情，在读书活动中沐浴文

化的恩泽，享受阅读的快乐。

活动开始后，参加活动的居民们选择完自

己最喜爱的书籍后便安静地阅读起来。随后，

每位居民都讲述了自己的读书心得。通过读

书，有的人悟出了人生哲理，有的人表达了自

己的生活态度，有的人感悟出了做人的原则。

活动现场气氛活跃，大家在讨论交流中不时发

出笑声和赞同声。

本次读书沙龙活动为提高居民文化素养

搭建了一个平台，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多

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提

升自我。

南益社区

爱上科学 科普读书
时报讯（记者 程菲）近日，新河街南益社

区开展2020年滨海新区全国科普日活动“爱

上科学 科普读书”全民科普阅读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将科普阅读室的基本情况

对居民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让辖区居民简单了

解了“科普阅读室”的使用时间、地点及丰富多

彩的图书，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提供了各类科

普书籍。大家相互交流读书心得，相互推荐、

介绍自己喜欢的科普类书籍，认真阅读。

此次活动的开展既激发了大家的读书兴

趣和热情，又提高了居民对科学、法律、健康等

知识的了解，让科普走进生活、走进家庭，营造

了良好的社区科普文化氛围。

漓江里社区

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时报讯（记者 程菲）近日，漓江里社区开展

“如何缓解工作压力”主题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在此次讲座中，主讲人李律师深入浅出地

从心理压力与健康的关系、压力应对策略等方

面，向大家做了生动的阐述和讲解，并通过举

例分析教会大家识别常见的心理问题，为大家

传授心理健康知识及心理疏导的基本方法和

技巧，帮助大家释放压力，树立心理健康理念，

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方式。

新河街开展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演练

提高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水平
◎此次演练共设置2个采样点

位，为待检测居民建立等候区、采集
区、缓冲区和临时隔离区

◎等候区设置2条通道，每个通
道对应一个采样点，居民于间隔1米
的座位上等候采样

◎响螺湾医院的医护人员按照
采样规范对居民进行咽拭子采样，
工作人员对采集管进行登记、处置

“双节”期间，新河街道各社区以多种

形式开展“我们的节日”活动，倡导文明、

和谐、喜庆、节俭的理念。通过活动建立

与社区居民、共建单位之间的联系，倡导

健康和谐的社区风气，让社区居民感受到

人文关怀。

中秋送温暖 老人展笑颜

近日，珠江里社区工作人员和滨海新

区义聚汇的志愿者们为辖区3位高龄老

人送去了中秋月饼礼盒、蔬菜礼盒及节日

的祝福。当大家拿着月饼礼盒和蔬菜礼

盒来到老人家中，老人们十分开心，激动

地拉着志愿者的手说：“谢谢你们时刻想

着我们，我们这些老人有你们的祝福并不

孤单。”

南河底社区则联合滨海义工协会开

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慰问活动，为辖

区困难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和残疾人送上

礼物和节日祝福。滨海义工协会、社区工

作人员带着中秋慰问品到每一户困难家

庭，在送上月饼等慰问品的同时，与老人

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在生活、起居、健

康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仔细询问生活中是

否有困难，并鼓励老人们积极参与社区各

种活动，丰富晚年生活。在新建里社区，

爱心义聚汇的志愿者来到困难老人家中，

与老人一起聊聊家常，关心老人们的生活

和健康，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同时送上

蔬菜水果及爱心月饼。

巧手做月饼 体验传统文化

中秋佳节前夕，珠江里社区开展“巧

手制作月饼，体验中秋文化”主题活动。

在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下，社区未成年人及

家长诵读品鉴有关“月亮”的古诗词，进行

趣味猜谜，了解中秋的传统文化。活动

中，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制作冰皮月饼，揉

面团、包馅、放模具内按压成型，孩子和家

长们互相配合协作，现场笑声不断。

在威海路社区，一场主题为“学月饼

制作、弘传统文化”的活动吸引了社区20

组青少年家庭参加。活动现场，孩子们在

烘焙老师的指导下亲自动手制作月饼。

社区通过此次活动积极引导青少年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在社区内营造节

日氛围。

在新建里社区敬老家园，老人们也学

着做起了月饼，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一个个晶莹剔透的冰皮月饼就完成了。

“我们平时难得有这么多人坐一起说话，

一块月饼一片情，这个活动的最终目的

不是月饼，而是在制作过程中我们老姐

妹的情感交流和沟通。”社区居民沙桂芝

阿姨说。

品月饼话中秋 共叙邻里情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国庆中秋“双节”

来临之际，南益社区举办“我们的节日·中

秋节”“守望幸福·共度中秋”茶话会活动。

活动中，社区负责人向大家讲述了中

秋节的习俗，参加活动的居民也参与到文

化节日的话题中来。大家品月饼、讲传

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还设计了

猜灯谜环节，谜面以中秋传统文化灯谜为

主，有效引导广大群众在活动中了解悠久

的中秋民俗，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南益社

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深入挖掘中秋节的

深厚文化内涵，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塑造文明新风尚，营造和谐社

会的氛围。

新河街各社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欢度“双节”

体验传统文化 倡导文明新风尚
■ 记者 程菲 报道

■ 南河底社区联合滨海义工协会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慰问活动，
为辖区困难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和残疾人送上礼物和节日祝福

■ 在威海路社区，一场主题为“学月饼制作、弘传统文化”的活动吸引了
社区20组青少年家庭参加。活动现场，孩子们在烘焙老师的指导下亲自动手
制作月饼

■ 南益社区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节”“守望幸福·共度中秋”茶话会活
动。活动中，社区负责人向大家讲述了中秋节的习俗

走访老战士
传承发扬红色革命精神

（未完待续）


